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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民族要复兴袁乡村必振兴遥 冶
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口的大型

宣传牌上袁在红色背景衬托下袁这十个
大字分外醒目遥

仰望宣传牌袁塔元庄村党支部书记
尹计平感慨万千遥

让农业兴起来袁农民富起来袁农村
美起来袁创新发展尧合作共赢袁塔元庄人
梦想正一步步成真遥

村企合作袁找准野振兴冶突破口
野追光塔袁是运用均匀受光原理袁让

水培蔬菜高效生产遥 这是我们的科技之
星遥 冶近日袁在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
园智慧农场里袁村民唐晓英面对游客把
这套科技装备讲得头头是道遥

就像这个追光塔袁几十年来袁塔元
庄人一直铆足劲追求着好日子遥

1984 年袁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
平同志袁 针对正定紧邻省会的区位特
点袁确立了走野半城郊型冶经济发展的路
子遥

塔元庄村先行先试袁沿着野半城郊
型冶经济发展之路袁发展驶入快车道遥

2019 年村集体年收入突破 2000 万
元袁提前迈进了小康遥

小康不是终点袁而是全面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起点遥 塔元庄人清醒地认识
到袁自身存在规模化尧标准化程度不高袁
生产管理难度较大袁农产品加工转化能
力偏低袁研发能力不足袁产业链较短袁农
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等短板遥

尹计平说院野解决这些问题袁 不仅需
要大量资金袁更需要专业化的团队遥 冶

2019 年底袁塔元庄邂逅同福集团遥
一方有强大的研发技术实力袁以及

农业种植尧健康食品尧连锁餐饮尧文化康
养业等产业曰一方有良好的农业尧产业尧
村容尧村风等资源遥

2020 年 1 月 5 日袁河北塔元庄同福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遥

融合发展袁多业态焕发新生机
4000 多平方米的乡村振兴塔元庄

同福模式展览馆袁由一家闲置工厂修缮
改造而成遥

河北塔元庄同福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侯会斌说袁为了使产业
实现科学布局袁 业态间能够相互支撑袁
集约用地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袁 凭着
野螺蛳壳里做道场冶的劲头袁一个个产业
项目在示范园落地遥

在塔元庄袁 每天都能看到新变化遥
之前的智能温室换了野芯冶袁引进气雾栽
培尧 鱼菜共生等多项世界先进技术袁改
造成了智慧农场曰 原来的梦乡小镇袁加
装了无动力设备等儿童游玩设施袁增添
了儿童乐园尧萌宠乐园等新业态曰村西
的小黄楼里袁 请来国内顶尖的研学团
队袁办起了拥有 6 套课程体系的专业化
研学教育基地噎噎

产业布局的合理优化袁不仅拉开了
村子的发展框架袁更实现了完整的产业
闭环遥

四季采摘园尧智慧农场的绿色农产
品袁中央厨房的自动化生产线袁以及研
学尧体验等旅游业态袁让塔元庄的产业
实现了有机融合袁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袁
产业链条有效延伸袁相互支撑的业态焕
发出新生机遥

野这种发展模式使种植尧 加工尧销
售尧休闲等实现多重增值袁生产尧生态尧
生活多功能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遥 冶侯
会斌说遥

塔元庄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
一期自去年 8 月份开放以来袁已累计接
待游客 70 余万人次袁 实现营业收入
3000 多万元遥

共建共享袁探索可复制的发展新路
村企牵手袁合作共赢遥
与同福的强强联合袁让塔元庄在农

业现代化尧农村工业化以及乡村旅游规
范化尧市场化等方面实现了快速发展遥

对于同福集团而言袁参与乡村振兴袁
是这家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一条新路子袁也是企业融入农村
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尧企业获利的共
赢新形式遥

2020 年袁村集体年收入增加到 2800
万元袁农民土地流转每年每亩地能拿到
2000 元租金遥

野虽然每天接待游客忙个不停袁却觉
得特别幸福遥 在家门口上班袁晚上回家袁
孩子老人都能照顾遥 冶曾在高铁上工作袁
回村在示范园当讲解员的高洁说遥

以组织建设为保障尧生态循环为基
础尧合作联盟为支撑尧乡村文旅为纽带尧
田园康养为抓手尧同福产业为中心野六
位一体冶发展理念为核心袁可复制的塔元
庄同福乡村振兴模式袁被农业农村部列
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遥

野农业做成产业化尧养老做成市场
化尧旅游做成规范化冶袁塔元庄同福乡村
振兴模式趟出了一条新路子遥

荨 近 日 袁 河
南省尉氏县岗李
乡独楼马村村民
在本村的农业产
业园采摘葡萄 遥
近年来袁 尉氏县
采取野党支部垣基
地垣农户冶的模式
大力发展现代特
色农业遥 目前全
县特色农业种植
面积已达 2 万多
亩袁 带动 1 万多
名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遥

李新义摄

荩近年来袁贵
州省务川县坚守
生态和发展两条
底线袁采取野党建垣
产业冶尧 村社合一
等模式袁依托当地
草水资源丰富特
点发展生态养牛
产业袁助推乡村振
兴遥 图为务川县丰
乐镇山江村村民
正在饲喂肉牛遥

彭飞 田小仙摄

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

村企合作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阴张文君 董昌 刘廉君

野要不是党支部给俺找出
路袁让俺养鹅袁估计我们一家还
窝在原先的小房子里遥 冶日前袁
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洪香铺村
村民吕志刚站在自己家新盖的
房子前袁感慨万千遥

给吕志刚找到出路的正是
淮滨县期思镇鸡皮塘沿农场党
支部遥 村里的贫困户全部脱贫
摘帽后袁 如何进一步发挥产业
帮扶的带动作用袁 带领大家奔
向致富路钥 鸡皮塘沿农场的做
法是袁采用综合种养模式袁提高
产业效益曰 以点辐射尧 示范带
动袁不断扩大产业链的野辐射冶
范围袁 从而带动更多群众走上
致富道路遥

走进鸡皮塘沿农场袁 只见
地面上种植着苗木和花卉袁有
盆景紫薇尧木瓜尧海棠袁每株的
价格在 200 元到 2000 元不等曰
水面上是碧绿的荷叶袁 微风吹
过袁泛起片片涟漪曰水下养着鱼
和虾袁 平均收购价格可达 40
元/斤遥

在鸡皮塘沿农场的示范效
应下袁很快袁期思镇 7 家花木尧
莲子尧 芡实等专业合作社纳入
野多彩田园冶示范工程袁建成规
模以上芡实基地 4 个尧莲子基地 3 个尧花木基地
3 个尧双孢菇大棚 60 个袁形成了规模聚集效应遥
产业发展起来袁 优先吸纳村里的已脱贫户务工
就业袁据统计袁共带动 580 多户农户增收致富遥

野芡实尧莲子尧双孢菇是我们的特色农产品袁
怎么让利益最大化钥 冶鸡皮塘沿农场党支部探索
野农场垣工厂垣市场冶发展模式遥 农场为生产加工
厂和市场供应提供芡实籽尧莲子等原料保障袁工
厂对芡实和莲子进行除湿尧包装尧加工和收储袁
延伸了产业链遥

野当前袁仅走线下销售渠道已远远不够袁必须
线下线上并行遥 冶在农场党支部书记祝梦乾的联
络下袁 鸡皮塘沿农场内建成了省级电商培训中
心和县级电商服务中心袁 并且与久品芝麻电商
平台合作袁通过直播带货尧网上平台销售等方式袁
大力推动期思镇乃至全县的农副产品线上销售袁
提升了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遥 赵丽华 王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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